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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析历史哲学与
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重建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新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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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在关于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

向何处去的持续论争中，埃泽尔 · 塔克在 《 史学哲

论，以及史学与证据的关系” 。 我们就此可以看出，
塔克所展现的后分析历史哲学的路径与叙述主义历

学的未来》 一文中，用数据展示了过去几十年来西

史哲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本质性

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状况，从而提出他的对策：“ 历史

的差异和张力。

哲学的根本问题应紧紧抓住仔细而严格地分析史学

其次，在分析塔克与叙述主义者的异同之后，我

实践，以及吸收认识论、科学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最新

们具体来看，他是如何探讨历史的形而上学和历史

成就。” 我们将会看到，塔克在后分析历史哲学的立

学的认识论问题的。 就如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一样，

场上给出了不同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解决方案，

他并没有拒绝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将其放在

其中他借用的重要资源，就是上述讨论的逻辑实用

了史学哲学的认识论中来加以讨论。 不难看出，塔

主义者蒯因的整体论和自然化的认识论，以及在墨

克给出的这个史家实际操作的模型非常类似于亨佩

菲、戈德斯坦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来探讨和深化被叙

尔“ 覆盖率模式” 的进化改良版，也更加细致和准确

述主义者忽略的历史证据及其历史认识论问题。

地描述了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 特别是他借助于统

首先，塔克反对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关于历史事
实的教条观点：“ 沃尔什的科学观点如同他的史学
观一样是靠不住的。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像农民

计学和计量史学中常用的“ 贝叶斯定理” ，从而将史
学简化为一种信息的推理和计算，由此也顺应了大
数据时代史学进一步科学化的诉求。

从树上摘葡萄一样摘取事实，因为并没有给定的、准

正是在反对历史怀疑主义和隐微主义过程中，

备好供科学家或史学家选择的科学或史学事实。 如

塔克提出“ 信念共识” 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成为

果我们把事实看作是几乎完全确定的知识体系的组
成部分，那么，有关事实的知识就是研究框架的结
果，事实是负载理论的。 这是因为，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所认定的事实取决于他们的理论、研究计划和证
据的约束。” 塔克在此批驳了沃尔什所依据的逻辑
实证主义还原论教条，从而认为历史事实跟科学事

历史知识的指示器：（ １） 非强制的信念共识；（ ２） 独
特异质的信念共识；（ ３） 足够广泛的信念共识。 这

些信念共识不是绝对主义的，而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同样，信念共识也是不断变化的。 就第二点来说，
“ 我在此提出的可选择途径，既不是必须依赖于权
威，也不必要求普遍的共识。 它仅仅需要独特的、非

实一样，都是理论选择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

强制的异质性：如果有人不认同一套信念没有关系，

可观察的。 塔克跟叙述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这个立

只要人们彼此具有足够的差异性来拒斥知识假设的

场上是在站在同一阵营的，都没有拒斥历史的形而

其他替代假设，同时，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够一致支持

上学问题。 但是，在采取何种历史的形而上学，以及
要不要抛弃认识论这两个问题上，塔克跟叙述主义

用特殊的倾向来解释其不同意见的假设即可” 。 比
如说，不信教的，信教的，信仰不同教的人，可以就达

者出现了分叉。 与叙述主义者将史学与陈旧的科学

尔文的进化论达成共识，但他们都具有异质性。 在

哲学对立起来不同，塔克则重新将史学与最新的科

塔克看来，这仍能保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 一旦历

学哲学对应起来，“ 历史与史学的差异如同自然与

史学家接受了认识价值的客观性，主体间共识的获

科学的关系。 科学哲学研究科学以及科学与证据之
间的关系，它不能完全直接研究自然，它否则就成了

得就成了史学知识客观性这一重要目标的标志” 。
塔克很少像罗蒂那样，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新实

科学。 同样，科学史学研究通过证据性的遗留物来

用主义身份，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使用知识社会

研究历史。 史学哲学研究我们有关历史知识的认识

学中的“ 史学共识” 这个概念来替代传统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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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认识论上的客观性概念，恰好就具有鲜明的新实
用主义特征。 他在《 事件的整体论解释》 一文的结
论中明确给出了这一观点，“ 对于描述事件之解释
的整体论分析是实用主义的。 ……其优势是：它能
够避开许多已论证的有关覆盖率模式的缺陷，与此
同时，它适合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日常人们解释描述
性事件的实际应用” 。

我们最后来看史学理论新秀库卡内在后分析历

史哲学这个进路上的工作。 与戈尔曼和塔克类似，
库卡内的历史哲学明显也具有后分析历史哲学的特

评而得到拆解，以及通过一些特定的评价标准所限
定” 。 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共同体犹如理性的协
商共识社会，“ 史学解释的‘ 社会’ 层面使得史家超
越了个体性，由此而承担规范性的要求” 。 库卡内

明确反对詹金斯和蒙斯洛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
而赞成一种集体主义的主观主义。 史学作为一种社
会或学术批判的话语，史学解释总是要负载价值的，
而这个认识价值或知识德性就是史学推理语境的社
会规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后分析的历史哲

征。 不过，从 《 后 叙 述 主 义 史 学 哲 学》 书 名 可 以 看

学的一些特征。 其一，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在继承

哲学的新突破。 “ 此书的观点认为史学是理性实践

得后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产生了

出，他主要在叙述主义的遗产上来获得分析的历史

的一种形式。 ……此书试图建立这样一种路径：反

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些品格而获得新发展的。 这使
基本的张力，前者更倾向于继续保持与科学哲学的

对绝对主义的真值函数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隐

亲密关联，而后者则更加注重与文化哲学或文学理

含任何绝对正确解释之带有认知公信力的合理估

论的亲缘关系。 这种对立和背向而行，可以看作是

价。” 在此书的前半部分，库卡内重点论述和总结了

古老“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 论争的延续，也

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克服和超越分析的历史哲学过程

可以看作是科学（ 自然） 主义与人文（ 历史） 主义之

中所体现的三个洞见和信条：（ １） 表现主义；（ ２） 构
造主义；（３） 整体论。 比如，在对海登·怀特和安克

间论争的继续，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
经验论传统与欧陆唯理论传统之间的隐匿对话。

斯密特的历史表现理论进行总结和批判的过程中，

其二，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在批判和克服分析

库卡内借助于诸多实用主义导向的科学哲学家的观

的历史哲学所预设的逻辑实证主义而获得新突破

点，从而提出了一个非表现主义的路径，“ 它能够促

的，借助的资源就是蒯因、戴维森、库恩、罗蒂、布兰

使我们从刚性的主体—客体二分中解放出来，去寻

顿等新实用主者的成就。 正如罗蒂所言，“ 实用主

找明确 的 和 确 定 的 史 学 构 造 是 关 于 什 么 的 对 象。

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复兴，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在

……通过严格的表现主义的图式来获得史学的意义

是误导的，这只会更加远离这一核心观察：解释天生
是推论性的和建构的” 。 这也即是说，不管历史表
现是历史实在的复制或拷贝，还是关于历史实在的

替代和置换，其中都预设着主体—客体二分的前提，
这也正是戴维森所批判的“ 概念图式” 的教条。

美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走到
了尽头” 。 作为后分析哲学的分支学科或者说消费
者，后分析的历史哲学也具有不可抹去的新实用主
义印记。
其三，在围攻逻辑实证主义的战役中，后分析历
史哲学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达成了一些共识，尽管

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库卡内进一步借鉴匹兹堡

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并不一致。 比如，他们通过对基

学派代表人物布兰顿的推理主义，即知识作为一种

础主义和历史实在论的批判，从而提倡一种历史知

语言实践是给出理由与征询理由的游戏，从而将海

识的构造理论；与此同时， 跟蒯因的整体论异曲同

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表现主义返回到最初沃尔

工，叙述主义者将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的话语结

什提出的“ 总括性概念” ，认为作为综合的史学推理
是一种“ 施为的论证行动” ，“ 根据布兰顿的观点，这
一种类的推理承诺蕴含着宽泛的规范性运用，以此

构来看待，也就克服了分析派原子陈述语句的还原
论教条。
其四，与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不同，后分析的历

来获得断言的公信力。 ……断言是一种带有规范性

史哲学仍旧坚持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科学（ 自然） 主

者有责任给出某一断言的理由。 ……给出理由的推

极端化立场。 他们将历史证据和历史认识论问题重

的社会实践，它授权特定种类的推理，以及要求断言
理实践本身也是证成的一种形式” 。 在这里，库卡

义立场，反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提倡“ 怎样都行” 的
新纳入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的范畴加以探讨；与此

内跟戈尔曼、塔克一样，也将典型性、可理解性、原创

同时，他们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改造也更为彻底，

性等一些认知价值或知识德性引入到史学推理之

比如说，叙述主义者所预设的概念与内容的二元论、

中，提出史学证成的三方理论，包括认识论的层面、

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对立等一些教条，在他们那里统

修辞的层面和推理的层面。 由此可见，库卡内就将

统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实用主义的态度。

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转换成了合理论证和证成的过

《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７ 年
第 ４ 期，约 ２２０００ 字

程，“ 主观的特质是通过转换到主体间的评估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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